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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在台湾早期的
传教活动略论

∗



陈进国

一、前言

巴哈伊教,或称“巴哈伊信仰”(BahíFaith),１８４４年创立于波斯(今伊朗).该教是由波斯伊斯

兰教什叶派之一,巴孛(TheBb)教派演化而成的独立之世界宗教.创始人是后被尊为该教“先知”

的巴哈欧拉(Bahullh)①,阿布杜巴哈(̍AbdulＧBah,１８４４~１９２１)和沙基爱芬迪(ShoghiEfＧ

fendi,１８９７~１９５７)则是巴哈欧拉之教位的继承者和思想阐释者.② 该教是目前全球成长最快速的

新兴宗教之一,现巴哈伊教信徒(Bahí,意为“巴哈欧拉之追随者”)已达５００多万,遍布世界２０５个

国家和地区,远超于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传播范围.巴哈伊教积极参与推动世界和平、反对贫困、加强

环保、普及教育及保护妇幼权益等运动,对各国或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①

②

原载«台湾宗教学会通讯»２００１年第８期,后收入陈进国:«隔岸观火:泛台海地区的信仰生活»,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

巴哈欧拉是尊称,源于波斯文,意为“上帝的荣耀”,原名密尔萨胡赛因阿里努里(Mírz usaynＧ̍AliNúrí),本

为波斯贵族.１８５０年巴孛教派创始人阿里穆罕默德(MírzAlíMuammad,１８１９~１８５０)被处死,门徒分为阿里派(领袖叶

海亚)和巴哈伊派.密尔萨因涉嫌刺杀国王而被捕并于１８５３年被流放到伊拉克.他在那里宣称自己是上帝派来布教的使者,
自称巴哈欧拉,自此该派被正式称为“巴哈伊教”.１８６７年他重申自己就是巴孛所预言要出现的上帝(主)的圣使马赫迪.

１８９２年逝世于今天以色列的阿卡城.其著译作有«至圣书»、«笃信之道»、«隐言经»、«七山谷书»等计１００多部.
巴哈伊教义主要包括:(１)上帝唯一、独一.“上帝”、“耶和华”、“阿拉”都是指那唯一、独一至高的神,他并不专属任何宗

教,那唯一的神自始至终都与人类在一起.(２)宗教是同源的、相对的、演进的.所有的正信宗教都来自上帝,各宗教尽管表

面不尽相同,但其灵性本质却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宗教间不应相互排斥而成为社会分裂之因.(３)每个人应独立追求真理.
人类对上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追求真理责任.(４)排除各种偏见.(５)两性平等.(６)普及教育.(７)科学与宗教并行不悖.
(８)遵守法律,服从政府.(９)订定国际间一种共同语言.(１０)制定国际间一种共同货币.(１１)设立国际间纷争的仲裁机构.
(１２)用灵性方式解決经济问题.该教的最著名口号是巴哈欧拉之言:“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显示了其世界主义的思想

立场.
巴哈欧拉在临终前,指定长子阿拔斯阿芬第为其著作和思想的阐释者,从而为巴哈社团确立了新领袖和新教主.

在主持教务期间,阿拔斯在北非、欧洲、远东、澳大利亚和美国、加拿大等地建立了众多分支机构和宗教社团.他被尊为阿布

杜巴哈(意为“光辉之奴”,巴哈欧拉之后的最大权威).其主要著作有«巴黎片谈»、«圣约与遗嘱»和«已答之问题»等.沙基

爱芬迪是阿布杜巴哈的长女之子.阿布杜巴哈临终前指定沙基爱芬迪为巴哈社团的继承人和巴哈伊教义的阐释

者,即“圣护”.沙基一生主要从事翻译和注释巴哈伊经典,是将巴哈伊经典从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成英文的主译者,作为巴

哈伊教义的唯一阐释者,他确保了教旨的一致,从而大减少了巴哈伊教分裂成派的危险.二人为巴哈伊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

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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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传入中国甚早,最初的译名为“巴哈的主义”,后译为“大同教”.据载,１８６２年就有外

籍信徒(巴哈伊教无职业传教士,每位教友都应有尽力弘教之义务)到上海经商.早期的中国教徒多

为留学人员.１９２４年,曾任广东省蚕丝改良局局长的留学生廖崇真(１９２１年入教)将美籍教友马

莎路特(MarthaRoot)引荐给孙中山,扩大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的影响.①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前清

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入教,在上海成立了“大同教社”,专门翻译出版该教的典籍.他认为巴哈伊教同

中国的“大同”思想及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主张有相契之处,故译为“大同教”.② 唯信奉者较少,再

加上政局的动荡,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流传并不广,影响力也不大.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巴哈伊教几近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巴哈伊教信徒又呈逐渐上升趋势,只是较不

为国人所知耳.③

巴哈伊教在台湾又译名为“巴海世界教”或“世界巴海信仰”、“巴海大同教”,该教在台之中文教

名,直至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７日才被正式更名为“巴哈伊教”.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走向衰微之际,也正

是其在台湾传教和发展之时,现它已成为台湾新兴宗教中的一股强势的力量.有关台湾巴哈伊教的

研究甚少,本文拟借助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台湾省警务档案资料,以及教界所整理的５０~６０年代的传教

资料④,介绍该教在台湾的早期传教情况.

二、巴哈伊教的传入

巴哈伊教(大同教)何时并以何种方式传入台湾,教团及学界的说法略有不同.据巴哈伊教“东

北亚区总灵体会”原秘书(１９５９~１９７０年在任)巴巴拉R西姆斯的调查,１９３５年,在上海经商和

传教的胡珊欧士哥利(HusaynUskuli)曾为购买茶叶到访台湾,他带去一些中文版的巴哈伊教的

书籍给许多人,他可能是第一位踏足台湾的巴哈伊教徒.⑤ 瞿海源亦认为欧士哥利“最先将大同教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雷雨田:«孙中山与大同教»,载«世界宗教文化»１９９８年１期.路特著有回忆录«中国文化与大同教»,详述她在

中国的传教活动及同孙中山的交往经历.
曹云详译有:«新时代之大同教»、«已答之问题»、«巴黎片谈»、«意纲经»等,他可能是用中文向国内介绍巴哈伊教著作

的第一人.

１９９５年９月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巴哈伊教派出庞大的代表团与会,并在会内外积极宣传其教义

与社会主张,从而又开启了该教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新纪元.
目前中国大陆有山东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个巴哈伊研究中心,并已发表不少有关巴哈伊教的论文.巴哈伊教在台湾

早期的传教情况,学界研究甚少.瞿海源«重修台湾省通志住民志宗教篇»之«大同教»一节(第六章第四节,台湾省文献

委员会１９９２年４月版)和李桂玲«台港澳宗教概況»之«台湾宗教»篇(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皆有介绍.较详细和可靠之论著

则有:原任巴哈伊教“东北亚区总灵体会”秘书(１９５９~１９７０年在任)的巴巴拉R．西姆斯女士(BarbaraR．Sims)的 TheTaiＧ
wanBahíChronicle:AHistoricalRecordoftheEarlyDaysoftheBahíFaithinTaiwan(Tokyo,１９９４),她从世界正义

院、东北亚区总灵体会及台湾总灵体会及当事人中搜集大量资料,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巴哈伊教在台湾早期的活动情况,内
文中附有珍贵历史照片.何凤娇编之«台湾省警务档案汇编———民俗宗教篇»之«外来宗教的查禁与取缔(二)壹、大同教»(台
湾“国史馆”１９９６年印行)则收集了不少当局暗中调查巴哈伊教的档案资料.

参见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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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传入台湾者”.但却说他是在１９４１年“将大同教传入台湾”的.① 二人对欧氏入台年代说法不

一,但皆认定他是将巴哈伊教带入台湾第一人.当时是否有随欧氏信教者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在美入教的中国巴哈伊教信徒返回中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及

原来在上海、南京等地之该教信徒,亦在１９４９年入台,这可能是台湾最早的一批中国巴哈伊教徒.

他们常为后来入台传教的外籍教友同台湾人的联络穿针引线,有的成为早期传布巴哈伊教的核心力

量,如朱耀龙、张天立、袁冕先、阮绪苌、王之南等.其中朱耀龙被认为是台湾第一位巴哈伊信仰者

(１９４７年在美入信),“圣护”(theGuardianoftheBahíFaith)沙基阿芬迪曾亲自写信予他,鼓励他

克服任何阻碍,坚定信仰之路.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王之南(笔名吉伦)率先在台湾中华日报(１９５３年１０

月１５日)上介绍巴哈伊教的历史及基本教义.② 降自１９５３年,台湾依然只有零星的巴哈伊教信徒,

谈不上组织性的传教活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圣护”沙基阿芬迪制定了“十年东征”(TenYearCrusade,１９５３~１９６３)计

划,其中要求“美国巴哈伊教总灵体会”负责在亚洲的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澳门、台湾地区的传

教活动,“英国巴哈伊教总灵体会”则负责香港的传教工作.③ 为达成“圣护”交付的使命,始有一批

批外籍教友来台从事传教活动.这些传教者大抵可归为三类:

(一)代表“圣护”短期来台指导教务的“圣辅”

先后来台的“圣辅”④(HandoftheCause)有齐克欧拉卡哈登(ZikrullhKhadem,１９５３．１０/

１９５５．１１)、爱丽珊达小姐(MissAlexander,１９５６/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嘉拉勒卡哈珍(JalalKhazeh,１９５７)、

穆哈嘉博士(Dr．Muhajir,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１９６６)、费色斯通(Featherstone,１９６６/１９７２)、塔拉欧拉萨姆

达瑞(arullhSamandarí,１９６６)等.圣辅们大多来台多次,他们积极宣传巴哈伊的教义和社会主

张,解决教友信教中遇到的问题,参加各种弘教活动,并亲自发展教徒,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巴哈

伊教的发展.如卡哈登是首位来台的圣辅,曾发展了洪黎明(第一位本省籍巴哈伊教信徒)、左利时

(大学教授)、汪厚仁等台湾第一批的巴哈伊信徒.⑤ 爱丽珊达早在１９２３年就随路特到中国,堪称中

国通.穆哈嘉来台次数最多,曾亲自到原住民地区传教,并鼓励教友到乡村去宣传巴哈伊信仰.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瞿氏前揭书,第９０１页.瞿氏谓其资料“系由台湾省大同教会苏洛曼暨吉显江两位先生提供者”(第９０２页),按:
苏洛曼(Sulaymn)曾任台南大同教中心主任及大同教台湾总灵体会董事长,且是欧士哥利的女婿.而吉显江曾任大同教台

湾总灵体会的代理秘书,故矍氏所说应有一定根据.但欧士哥利是在写与“圣护”沙基阿芬迪之信中提到他１９３５年入台的,
沙基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１日曾回信盛赞欧氏在中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并赞扬他为巴哈伊教奉献了女儿和女婿(指苏洛曼夫

妇)(见Barbara前揭书,第３页).故Barbara的说法应更为可靠些.大陆学者李桂玲称“该教在１９４７年传入台湾”(李前揭

书,２３６页),则不知据何推知,不足为凭.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５~６页,内附有王之南所发«一个毫无神秘性的宗教»一文复印件及“圣护”致朱耀龙的

信函.瞿海源称“由大陆来台之该教教友定居台湾四五年后,始恢复在台南开始传教,最初乃作家庭式之集会.”(前揭书,第

９０１页)值得商榷,如袁冕先、王之南、阮绪苌等来台教友,亦在台北传教,是首届台北地方灵体会成员.参见BarbaraR．Sims,
前揭书,第６２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２~３页.
圣辅是教主巴哈欧拉、教长阿布杜巴哈和圣护沙基阿芬迪在不同的时间所委任的.今天全球只剩两位而已,他

们两位都是非常高龄的老人,将来过世后,即无圣辅一职了.此系台湾巴哈伊教总灵体会的 Mr．ThomasLee的解释.特此

致谢.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５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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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短期的旅行性质的传教者

因美国总灵体会负有对台传教责任,故来台之美籍人士较多.早在１９５２年,戴维埃尔(Dr．

DavidEarl)和琼斯麦赫瑞 (LT．Col．JohnMcHenry)就已入台旅行传教(travelteachers).１９５３年

则有拉菲(Rafi,爱尔兰籍)和米尔德瑞德莫特荷登(MildredMottahedeh)夫妇.６０年代有卡劳

和斯科勒夫妇(Mr．CarlandMrs．LorettaScherer,后为澳门巴哈伊教的Pioneers)、穆罕默德莱

比(Muh

ammadLabíb)、特拉尼(G．V．Tehrani)、威廉马克斯威尔(Dr．William Maxwell)、托深卡

拉克(MissTyshonClark)、奥华道哥赫特(Mrs．OrphaDaugherty)、罗瑞汀和贝磁玛塔兹女士

(NoureddinandMrs．BehjatMumtazi)、罗候拉尔(RouhollahMumtazi)、卡派门(K．Payman)等,其

中有些是随“圣辅”来台的“辅委”(AuxiliaryBoardMember,顾问助理),如斯科勒女士、奥华女士、派

门、罗候拉尔等.有些则后来转定居台湾,如卡拉克.这些传教人士常到台湾的大专院校宣讲巴哈

伊的教义、社会主张,并亲自到偏远的原住民地区传教.

(三)受其他巴哈伊教总灵体会指派来台的“拓荒者”

美籍传教人士还是占多数.如恺施科莱格夫妇(KeithandMrs．EdithDanielsenＧCraig)１９５８

年最早来台.６０年代则有戴尔夫妇(DaleandMrs．BarbaraEnger)、查理邓肯(CharlesDuncan,

亦曾是辅委)、熊士腾(JohnHuston)、查理威布什夫妇(CharlesandWynnBush)、亨利查威斯

(HenryJarvis)、施汀博士(Dr．Sidney)和爱沙贝勒女士(Mrs．IsabelDean)、埃比麦哥(AbbieMaag)、

哈威雷德琛夫妇(Mr．andMrs．HarveyRedson);受日本“东北亚区总灵体会”委派来台的有马来

西亚籍教徒袁其良、梁达墀、吉显江以及巴巴拉R．西姆斯女士(BarbaraR．Sims)等;伊朗籍则有苏

洛曼夫妇(Mr．andMrs．Sulaymaní)和玛莉莫林女士(Mrs．MehriMolin)等.① 这些拓荒者(PioＧ

neer)呆得较长时间(有的在台任外教),有些是地方灵体会和总灵体会的负责人,是台湾巴哈伊教早

期传教的中坚力量,特别是苏洛曼夫妇,系在“圣护”之所订目标的激励下来台的(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入

台),他们参与和领导了台湾巴哈伊教各级组织的建立和教务的拓展,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台湾的巴哈

伊信仰.

外籍教友在台湾的传教,标志着该教的传教事业开始走上组织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并为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后该教的繁盛期奠定坚实的基础.“圣护”沙基所订立的十年目标(１９５３~１９６３)以及“世界

正义院”规划的九年计划(theNineYearPlan,１９６４~１９７３)阶段,堪称是台湾巴哈伊教的“外籍人士

传教时代”.

三、组织机构的建立

巴哈伊教的全球组织结构大体有三层次:位于以色列海法的世界正义院(theUniversalHouse

ofJustice),在各国的总灵体会(theNationalSpiritualAssembly),以及在总灵体会下之地方灵体会


①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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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ocalSpiritualAssembly),每级皆由经民主选出的九位委员或董事组成,以统筹、负责各级的教

务工作.巴哈伊教的组织体系,堪称是一种接近科层式的,集管理和传教为一体的体制,很便于教团

的统一领导.① 苏洛曼夫妇入台后,就积极筹组台湾的地方灵体会和总灵体会,并争取当局承认巴

哈伊教为合法之宗教.

１９５４年,台湾已有了一个由１０位巴哈伊信徒构成的小组,由于他们分散在台南、台北、桃园、左

营和嘉义等地,还不够资格组成“地方灵体会”.苏洛曼夫妇先后约见了这些教友,并举办了一个研

究班,以便他们能深入了解巴哈伊教义,同时进一步吸纳新信徒.至１９５５年,台湾的巴哈伊教信徒

已达成２１位,１９５６年,台南的教友已有了１０位,初步达到了筹建地方灵体会的规定人数.为了能有

资格派代表参加１９５７年“东北亚区巴哈伊教总体灵会”(theNationalSpiritualAssemblyofthe

BahísofNorthEastAsia)选举,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１日,首个“巴海大同教地方灵体会”在台南成立,并

选举杜光昭女士为参加１９５７年会议的代表.② 该会先由“东北亚区巴哈伊教总灵体会”直接管辖和

指导.这为日后台湾其他“地方灵体会”及“总体灵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台南“地方灵体会”成立后,一直争取当局承认巴哈伊信仰.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他们向“内政部”提出

了登记申请,１９５７年“圣辅”嘉拉勒卡哈真(JalalKhazeh)专程来台,同苏洛曼去“内政部”申请承认

巴哈伊教为宗教,皆被婉拒.但卡哈真指示:尽管巴哈伊教友尚少,但“地方灵体会”应继续运作.③

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１日,第二届台南“巴海大同教地方灵体会”的九名委员选出,与首届的成员没多大变

化,只是改任朱耀龙为主席,苏洛曼为秘书.台南地方灵体会能够相对健康的运行,这无疑应归功于

苏洛曼的敬业.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１日,恺施科莱格夫妇(KeithandEdithDanielsenＧCraig)亦来台传教,他们同王

溥澄等促成了台北“地方灵体会”的诞生,并由科莱格女士任主席,洪黎明任秘书.这是在台湾成立

的第二个地方灵体会.但该灵体会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４年,该会

都因教友数不够,而根本无法组成(要有９名成员),数次被迫由灵体会转成小组.④ 在“圣护”规定

的目标阶段(１９５３~１９６３),该教之组织建设无疑是滞后的,这可能跟外籍传教士尚未大批来台协助

传教,及东北亚区总体灵会无法有效开展传教工作有关.⑤ １９６７年３月,台北地方灵体会“经由市政

府核准,并报由内政部核备有案”⑥.从而开启了巴哈伊教合法化的一扇窗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种组织形态是有其历史渊源的:阿布杜巴哈于１９０８年起草了«圣约与遗嘱»,详述了巴哈欧拉所指示设计的巴哈

伊中心机构的本质和职权,它们是“圣护”和“世界正义院”.沙基阿芬迪被阿布杜指定为“圣护”.沙基去世后,教权不再世

袭传承,改由各国总灵体会选出的世界正义院行使.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１日,首届世界正义院成立,以无记名投票选出来自四大洲

的具有三大宗教文化背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９名成员.世界正义院每五年选举一次,其职责是对全球之巴哈伊

社团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指导.在世界正义院下各国设总灵体会,亦由９人组成,由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总灵体会下再

设地方灵体会,亦由９人组成,管理地方巴哈伊行政及传教事务.[参见蔡德贵:«对巴哈伊教基本状况之分析»(上),载«宗教

学研究»１９９９年１期,第９８~９９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１４~１５页.杜光昭是首位在台的巴哈伊教女性教友.她因签证问题未能赴日与会,后
由苏洛曼夫妇代表台湾参加选举.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２４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２５~２６页.
台湾“安全局”之«大同教在台继续扩张的影响与防制对策之研究»载:“苏洛曼来台之后,最初在台南地区传教,当时

之发展,极为缓慢.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以后由于美籍传教士邓肯、丁力信(夫妇)及熊士腾等相继来台活动,逐渐开展.”(见何凤娇

前揭书,第４８１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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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界正义院为“东北亚区总体灵会”所制订“九年计划”,在组织建设方面,台湾教区应达成如

下目标:设立一个总灵体会;扩大教区到３０个,将地方灵体会的数量增至９个.① 由于东北亚区总体

灵会远离台湾本土,管理不便,１９６５年,台湾巴哈伊教“总管理委员会”(theNationalAdministrative

Committee)获准成立,主要负责处理台湾的教务活动,为成立总灵会作准备.该会开展了行之有效

的工作,至１９６６年底,登记的教友数猛增至４８８人(青年和成年),教区扩大到达４７个,屏东、花莲两

地方灵体会相继成立.上述不俗成绩,部分是由于外籍传教者的积极推动.② 成立台湾总灵体会的

条件已基本具备.

１９６７年４月,“大同教台湾总灵体会”终于组成,苏洛曼夫妇被选为董事.在世界正义院看来,

台湾总灵体会的组成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这是在中国国土上的首个总灵体会.③ 世界正义院

给台湾总灵体会重订了新的目标,诸如:要有１００个大同教的教区,并成立２０个地方灵体会;完成５

个地方灵体会组织之登记;将大同教纳入国际灵体会之组织等.④

１９６８年３月间,苏洛曼捐赠了台币３１万元作经费,“财团法人台湾省台南市巴海大同教地方灵

体会”获准登记,董事长为连清榜.⑤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财团法人大同教台湾省总灵体会”亦终获准登

记,苏洛曼任首届之董事长,董事则包括吉显江、苏洛曼夫人、玛莉莫林(MehriMolin)、林贻谋、曹开

敏、游施和、晏贝依丽 (ElizabethYen)、咸帝尔等.⑥ 巴哈伊教获准登记之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之

时,该教终于步入一个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

从１９５３年台湾被纳入传教教区起,到１９７０年获准成为合法宗教,巴哈伊教在台的组织发展,应

该说基本达到该教最高机构的预期目标.这与“圣护”及世界正义院的关切和规划是分不开的.如

“圣护”沙基阿芬迪就一直关切着台湾地区灵体会的建设,经常派“圣辅”来做指导,或亲自发函鼓

励教友们发心护教,这无疑给台湾传教者们极大的鼓励与鞭策.⑦ 世界正义院曾于１９６７年向“中华

民国总统府”呈送«博爱宣言»书,⑧推动该教传教的合法化.当然,苏洛曼等外籍传教者为组织发展

费心甚多.

但巴哈伊教在台湾早期的组织建设,亦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灵体会的领导出现断层,无法有效地开展组织活动.例如“自美籍教士熊士腾

(JohnHuston)及邓肯(W．Duncɑn)返美后,花莲大同教无人领导,等于解体,一切宗教仪式全部停

顿”.⑨

二是地方灵体会缺少传教经费,组织管理能力也不足.台湾“地方灵体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４０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４１~４４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５１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４页.另参见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５１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９２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５７页.该页附有１９７０年台湾总灵体会的“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１９５６年６月,沙基肯定“台南首个福摩莎地方灵体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在那个独特而充满着希望

的国度成立的首个世界性的巴哈伊信仰机构.如今它是必然要赐予彼地人民灵性之礼物的中心.”(BarbaraR．Sims,前揭书,
第１６页)１９５７年初,沙基又致函“东北亚区巴哈伊教总灵体会”,称该会“将为包括日本、韩国、福摩莎、澳门、香港、海南岛、萨
林岛等辖区内的地区灵体会的出现铺平道路.”(同上,第１８页),笔者自译.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９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５０６页.



巴哈伊文献集成
ChineseStudiesontheBahíFaith:AComprehensiveCollection

第５卷
２０５１　

源为‘世界正义院’之拨补,次为‘美国大同教国家灵体会’与‘东北亚(日本)国家灵体会’之支(疑为

资字之误)助及教友之捐献”①.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如花莲地方灵体会“因没有建屋费,结果在花

莲市和平街沟边游汉鼎之家,以每月３００元的租金,立租约半年.便平常除挂一个‘巴海大同教花莲

中心’字样的木牌在门口,并放置若干巴海教义的书籍在里面外,并无人居住在内,亦无人管理”②.

三是在戒严体制下,由于巴哈伊教尚未受各方普遍了解,老百姓或教友都怕惹祸,引发了教团组

织的不稳定.如花莲教友在“感到受怀疑的情形下”,“认为信教不但未得精神安慰,反有不测之虑,

所以每个教友都很不愿意参加集会,且想离开.因此巴海大同教在花莲的发展,除非总会申请得政

府许可,并对每个教友有相当的保证外,已无希望”③.而台北教友则几欲让成员不足的地方灵体会

迁出本地.④ 地方灵体会发展的困境,反过来也促动了巴哈伊教争取早日合法登记的迫切感.

四、教务活动的开展

在建立和健全地方灵体会和总灵体会等机构的同时,台湾的巴哈伊教徒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策

略,开展各种宣教活动,以提高巴哈伊教的地位,扩大巴哈伊教的影响.

(一)举办各种传教会和夏令营⑤

台南地方灵体会成立后,就积极开展各式教务活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１日,该会举办了全台第一

次传教会议,并邀请当时还是“辅委”的爱丽珊达小姐作该教在中国之发展史的主题演讲.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年,该会每周六有个晚会,周日则有炉边聚谈,共同探讨教义或传教事宜.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７日,

该会在台南举办“巴孛诞辰”纪念会.１９６３年４月,台湾巴哈伊举行“巴哈欧拉声明１００周年”纪念

会,并借助一些报刊和电台进行了宣传.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圣辅”穆哈嘉博士的建议下,“总管理委

员会”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传教会议,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南韩和马来西亚的２５名代表参

加了该会议.各代表介绍了巴哈伊教在远东各国及地区的传布情况.１９６６年１１月,苏洛曼在台北

举办了一个４０人的公开会议,“圣辅”塔拉欧拉在会上谈了灵性教育的重要性.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巴哈

欧拉诞辰１５０周年”举行,有１００人参加,台湾的报纸和电台都作了简要的报道.１９６８年４月,梁达

墀在鹿港集教友聚会,宣扬巴哈伊教的教义及在未来世界的地位.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８~３０日,该会举办首届台湾巴哈伊夏令营活动,有来自台北、台南、左营和嘉义的

教友近２０名参加了活动.夏令营的活动内容,包括进行中、英和波斯文祈祷,宣讲巴哈伊教之教义

及历史等.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０~１２日,第二届夏令营在台北国际饭店举行,有３３人参加,时任亚洲区

“圣护”的爱丽珊达宣讲了阿布杜巴哈的«圣约与遗嘱».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０~１２日,第三届夏令营在

台南巴哈伊中心举行,已有４７人参加(不全是教友),琼埃尔(Mrs．JoyEarl)任主席.１９６０年１１月,


①

②

③

④

⑤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３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５０７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５０８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２６页.
具体参见BarbaraR．Sims,前揭书,各小节以及警务档案各篇,不一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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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夏令营在台北召开.与前三届不同的是,几乎所有的营员都是中国教友.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台

北和台南的教友各举办了夏令营.１９６５年台北和花莲也分别举办了夏令营.传教会和夏令营活动

的举办,既加深了教友对巴哈伊信仰的理解,提高了灵体会的凝聚力,也扩大该教在台湾地区及在其

他国家兄弟灵体会的影响.

(二)积极向知识阶层、青年及原住民传教

在巴哈伊教发展的第一阶段(１９５３~１９６３),台湾的巴哈伊信徒不多,但大多是知识阶层.１９６５
年“总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带来该教发展的小高潮.新增的信徒也有一半是知识青年.① 档案载,

１９６７年底,“在台湾地区共有教徒五百余人,教徒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②.知识阶层和青年之所以

构成该教信徒的主体,一是该教教义较易引发他们的共鸣.譬如该教强调人类必须独立追求真理,

提倡普及教育,反对科学与宗教之对立,反对暴力和犯罪,关心伦理道德之建设,鼓吹其宗旨与中国

大同思想相符合.二是与倾向性的传教策略有关.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７日,台湾总灵体会召开会议,“决

议以各机关、社团、学校为对象”③.机关、社团、学校正是知识分子和青年较为集中的地方.外籍传

教士亦以学校师生为传教对象.部分外籍人士从事外语教学,亦吸引不少知识青年.事实上,也只

有这些知识分子或青年教友,才可能“在短期内变成当地的教育与文化之杰出典范”④.

１９６４年,“圣辅”穆哈嘉就认为,台湾乡村信仰的大量转变是可能的,他鼓励并带动了教友到乡

村包括原住民区传教.积极向山地传教,是１９６７年世界正义院给台湾总灵体会所订的传教目标之

一.吉显江曾表示,从１９６８年开始,在台所有各村落建“大同村”,使该教在台能普及并发扬光大.

花莲和屏东是山胞(原住民)较聚集的地区,也是巴哈伊教早期传教的重心之一.１９６５年初,邓肯、

熊士腾等到花莲原住民区“重点布教”,“宣导该教之真理与精神”,“九种族人加入信大同教,其中以

‘阿美族’与‘达鲁克族’教友最多”⑤.

据档案所载之«台湾巴海大同教成年教友录»(１９６８),在３７７位教友中,花莲的教友数占三分之

一(１２３人,当然不全是山胞),⑥足见山地传教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巴哈伊教反对种族偏见,反对

歧视,反对贫困,关心人权及妇幼的权益,宣扬一切宗教同源、平等等主张,较易为那些长期处在社会

生活边缘的山胞接受.特别是该教“准许教友参加其他宗教”,不排拒其他宗教徒参加本教的立场,

对于有相对固定信仰的山地人(如基督教和本族原始宗教)而言,亦具一定吸引力.其次原住民大多

住在边远乡村,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传教者在不畏艰难传教的同时,主要实施城乡差别对待的策略:

“对于乡间传教,不必要求像城市内之信徒一样.只求其能了解服从,认为大同教是他们之家即

可.”⑦再者,由于受日本的文化殖民的影响,台湾许多乡村老人及原住民,只会讲日语而不懂国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４１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３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９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８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０页.
档案所列«台湾巴海大同教成年教友录»,可能是台湾总灵体会为筹备选举所整理的.瞿海源前揭书之«大同教教友

分布表»(成人教友),备注谓“本表资料属于哪一年度并不能确定,可能是１９６６年左右的统计”(第９０２页).该表与档案所录

略有差异:教友分布区同,但所录教友数则为４１６人.如瞿氏资料属实的话,当是１９６８年之后的统计.按档案只列教区和人

名,本文所说数字,系整理后之统计.资料将秀林、凤林、富里、玉里、南富等属花莲之地区单独列出,统计时列入花莲县计算.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８页.另参见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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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Chinese),针对这种情况,传教者赠送该教的日文小册子,用日语布道.①总之,巴哈伊教

在山地的成绩绝非偶然的,尽管其在该地区的组织机构并不健全,管理水平也相对落后.

(三)翻译和出版巴哈伊教文献

随着巴哈伊教的扩展,翻译和出版该教的文献显得相当迫切和必要.而曹云详早期翻译的文献

如«新时代之大同教»、«已答之问题»(同孙颐庆合译)、«巴黎片谈»、«意纲经»等,已很少在市面上流

传或再印.为此,１９５８年东北亚区总灵体会任命一个“译审委员会”,由戴尼琛科莱格女士任该会

秘书.在科莱格女士的努力下,１９６０年,«新时代之大同教»修订再印.委员会最初印了５００本,让

台湾教友人手一册.为满足需求,后来加印１０００册.１９６１年,则印了一本新的祈祷书.１９６２年台

湾市面上已有５种汉译(由英文译来)小册子,即«巴亥教(大同教)»(theBahíFaith)、«大同教问

答»(BahíAnswers,袁冕先１９５８年译)、«拱心石»(theKeystone)、«大同教之基本事实»(BasicFacts

oftheBahíFaith)、«巴海传教指南»(BahíTeachersManual).１９６３年,«巴黎片谈»(Paris

Talks)修订后重印１０００册,并在１９６６年再印２０００册.１９６５年«新园»(theNewGarden,曹开敏译)

和«一个世界性之信仰»(OneUniversalFaith)亦各印１０００册.② 该教的日文月刊及日文新祷词等

亦在乡间流布.

１９６５年,“圣辅”穆哈嘉建议台湾“总管理委员会”(总灵体会之前身)将有关该教的书送到学校、

图书馆和监狱中去,该会按其建议行事,扩大了印书量.③ １９７２年,台湾巴哈伊教出版社成立.巴哈

伊中文文献的印刷出版,不仅使教友能深入地领会教义,也使得社会对该教有了相对准确的认识.

(四)兴建传教中心和灵曦堂

为了拓展教务活动,须有相应的活动场所.早期该教教务难以拓展,跟无独立的活动场所亦有

相当大的关系.苏洛曼初来台南时,是租借房子举办活动的.１９５９年１０月,苏洛曼夫妇捐款兴建

了台南巴哈伊中心,作为教友祈祷、诵经和举办其他传教活动的场所.如１９６３年１月１８日,台湾第

一例巴哈伊婚礼就在该中心举行.④ １９６７年,在“圣辅”穆哈嘉的策励下,由美国总灵体会和东北亚

区总体灵会捐助的台湾巴哈伊教中心(aíratulＧQuds,意为总办公室)终在台北建立,随后一系列的

庆祝活动和宗教活动都在此举办.而灵曦堂(«阿格达斯经»称之为 MashriqulＧAdh
　 —kr,意为“在拂

晓时赞颂上帝的场所”)则是巴哈伊教的宗教象征.一般底座为九边形,设九门,象征对世界各宗教

之信徒开放.灵曦堂是教徒祈祷、礼拜和沉思的场所.巴哈伊教主张服务须以礼拜为中心,而礼拜

则须表现于服务.故灵曦堂不仅是巴哈伊教的宗教中心,也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场所.在这意

义上,建造灵曦堂堪称教徒的神圣的宗教义务.⑤ 兴建灵曦堂是世界正义院为台湾总灵体会所订的

目标之一,１９７２年,台湾总灵体会在台北林口购买了土地,为后来兴建灵曦堂奠定了基础.如果以

灵曦堂的建设作为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的话,那么在“九年计划”时期(１９６４~１９７３),台湾的巴哈伊


①

②

③

④

⑤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１~４８２页.另参见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５６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３８~３９页.因时过境迁,无法确证当时的译法,个别译名系笔者揣译.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４２页.

BarbaraR．Sims,前揭书,第３７页.１９７３年巴哈伊教婚礼的法律效力获台湾官方的承认.
参见周燮藩:«美国巴哈伊社团访谈»,载«世界宗教文化»１９９５年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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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依然还是处在奠定和巩固传教基础的阶段.该教的相对快速发展,是在１９７３年后,特别是８０年

代中期以来的事.

(五)积极加强同巴哈伊教总部及其他地区灵体会的良性互动

一是主动接受世界正义院及其他地区“总灵体会”(主要是美国巴哈伊“总灵体会”和“东北亚区

总灵体会”)的管辖或指导,如大批“圣辅”或“辅委”来台指导.

二是派代表积极参加有关巴哈伊教的国际活动,主动邀请外籍人士来台协助传教等.１９５５年

１１月,苏洛曼夫妇代表台湾地区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巴哈伊教亚洲传教会议(theNikkoConferＧ

ence).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３日苏洛曼同朱耀龙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首届巴哈伊教世界大会.１９６７年１０
月,苏洛曼代表台湾地区教友到新德里出席亚洲区巴哈欧拉宣教１００周年的纪念会.１９６７年总灵

体会邀请精通闽南语、国语、马来语、英语的吉显江任该会代理秘书.① 在戒严体制之下,这些层面

的互动推动了巴哈伊教在台的良性发展,也引来台湾官方的猜疑和调查.

五、台湾当局的查禁

据档案资料,台湾当局约是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暗中展开对巴哈伊教之调查的.１９６５年１１月

前后,“台湾省警务处”因发现该教在花莲用日文书刊传教(按:花莲地方于１９６５年２月由美侨熊士

腾才开始传教的).② 向“民政厅”函“查大同教在本省各地传教有否登记”之事.③ 同年１２月,又电

令花莲警察局按相关号令规定,“予以警告大同教嗣后不得使用日文书刊传教”,并密切注意查处和

具报该教“有无不法活动”.④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国家安全局”发现巴哈伊教“以高级知识分子为其吸收对象之后,曾多方搜集

有关该教之国际背景,以及其在台组织人事与活动资料”,随后将分析结论函告“内政部”,但“内政

部”于１９６７年３月“准许该教‘台北灵体会’之设立”.⑤ 为了防制巴哈伊教在台湾继续扩张问题,“国

家安全局”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函请“中五组迅速在政策上作一决定”.⑥ 同年１２月,“国家安全局”呈上

«大同教在台湾继续扩张的影响与防制对策之研究»,提出在“宗教法”制定之前,“(一)拟请本党中央

协调内政部,尔后对于‘大同教’设立组织之登记申请,应设法予以搁延.(二)拟请本党知识青年党

部协调救国团运用关系劝阻大专学生或教职员参加‘大同教’之组织与活动.(三)拟请警备总司令

部协调各情治单位,继续搜集‘大同教’之政治背景及组织与活动等资料,如发现其有非法活动之事

证———尤其是破坏社会秩序及役政时,即依有关法令予以查处.”⑦１９６８年２月和５月,“国家安全

局”又呈交«有关大同教在台活动之后续情况资料»、«大同教最近在台动态»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８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５０７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０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１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４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５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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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台湾省警务处”向各地方警察局、所发了密件«令搜集大同教非法活动资料

表»(警外字第４３２４２号),要求“针对该教继续扩张之情势注意其向辖内之蔓延随时列表具报”.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５日,又抄发«对大同教在台组织与活动情报搜集要项»(警外字第２５５２号)予以台北警

察局,兹列其要项:

　　一、各地负责人之基本资料、言行交往、政治背景及可疑资料.

二、审查该教所发行之传教刊物,搜集不妥文字资料.

三、该教今后在台发展计划及外籍传教士之言行活动资料.

四、该教所吸收信徒成分分析及重要信徒之言行动态.

五、台湾大同教与各国间该教组织联系关系、有无阴谋作用.

六、该教经费来源及今后在台兴办教会事业计划内容.

七、该教世界组织对国际政治事务所取立场.

八、其他教会领袖人士对该教之看法与态度情形.

九、搜集该教超越宗教范围之活动或破坏社会秩序、妨害役政之不法事宜,并请省警务处依

有关法令取缔.①

１９６８年６月４日,令高雄警察局“加强有关大同教在台组织与活动之情报搜集”.１９６８年５月

１８~１９日,巴哈伊教在台北进行第二届“总灵体会”选举,“台湾省警务处”密令“查该巴海(大同)教

是否为合法宗教团体,其传教内容及方式如何? 有无涉及邪教活动? 违反公序良俗情事?”(警外字

第４５８５０号).②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４日,“台湾省警务处”密电“国家安全局”和“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呈«大同教在各地活动状况汇报资料»(警外字第６６０３８号).相关情治部门还派人伪装加入该教.

如花莲县警察局外事巡佐樊哲伟,花莲港警所外事巡佐聂长运,鹿港大同教地方灵体会委员张元

琼等.

档案所录的是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８年期间当局对巴哈伊教的调查情况.情治部门之所以展开调查,

大抵有几方面的因素:

(１)台湾当局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开展复兴中国文化运动,以消除台湾文化的日本化因素,提

升中华民族意识,故对任何可能增强“日本认同”的组织或活动相当敏感.由于巴哈伊教受日本“东

北亚区总灵体会”的指导,又在乡村或原住民区以日文书刊公开传教,自然免不了受怀疑.档案提

及:“该大同教在我国境内,竟公然以日文书籍传教,实有影响我民族意识及对山胞国语文之进行,更

可助长本省同胞思念日本人之心理,倘任其传布,无形中对民族精神与文化又遭受侵受,影响民心,

违反国策莫此为甚,实应严格取缔.”③

(２)将防制巴哈伊教同反共牵扯在一起.巴哈伊教“人类皆同宗,故须统一”之主张,“似与倾共、

容共之‘教会合一’运动有关”,“该教之目标与‘普世教协’之相标相似,如铁幕国家内亦有‘大同教’

之存在”云云.

(３)情治部门认为,巴哈伊教有关教友不得参加政党,或选举与教义相违的政党执政,应奉行教

义申请免服兵役,在斋戒日(每年１９天)不得工作等主张,破坏社会秩序及役政,除第一条理由较充


①

②

③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５~４８７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９７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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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外,其他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国父”孙中山曾经认同巴哈伊教教义,又将如何解释呢?

巴哈伊教最终并未遭到查禁和取缔,而是在两年后获得合法地位.此中缘由,因资料所限,只能

略说大概.诚如档案所载的,防制巴哈伊教之扩张,“必须先行制定‘宗教法’始能有所依据”①.依

戒严法１１条第２款,“有碍治安者”“得解散之与限制或禁止人民之宗教活动”②,而贸然动用戒严法,

又易引起妨害宗教活动之误会.巴哈伊教并未有任何违反治安之事实,亦未卷入任何政治.此外,

该教一直在争取申请法人登记,更谈不上是非法结社.贸然查禁一个由大批外籍人士及知识精英构

成的宗教社团,无论如何都是不明智的.所谓的查禁和取缔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六、结语

综上所述,巴哈伊教在台湾的早期传教活动,与外籍传教士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在传入台

湾的２０年里,该教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组织机构,并开展了一系列教务活动.由于受当时较一元化的

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此外教团自身亦存在着一些问题,巴哈伊教在台湾的早期发展无疑是较缓慢

的.随着台湾社会朝多元化发展,目前巴哈伊教在台的教徒已成倍的增长,达数万之众,并遍布于台

湾各大城市及乡镇中.其发展态势,值得关注.


①

②

何凤娇,前揭书,第４８４页.
何凤娇,前揭书,第３５１页.


